
 1 

 

 

 

 
 

 

乒乓球比賽 – 成績紀錄表 

甲組項目得分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團體總冠軍的 

乒乓球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 O002725 電訊盈科 7 

亞軍 O002878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5 

季軍 
O002687 怡和體育會 

 

O002750 港鐵公司 
3 

 

甲組男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750 港鐵公司 陳智源 

亞軍 O002878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陳嘉耀 

季軍 O002767 香港中華煤氣公司康體會 洪遠青 

殿軍 O002728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譚振綱 

 

甲組女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725 電訊盈科 盧樂兒 

亞軍 O002878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朱雅衡 

季軍 O002681 滙豐體育會  林瑩瑩 

殿軍 O002979 中國建設銀行 (亞洲)  魏楚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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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組男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725 電訊盈科 陳霆軒 黃鎮東 

亞軍 O002942 香港機場管理局 林嘉輝 李俊健 

季軍 O002681 滙豐體育會 陳俊宇 何達輝 

殿軍 O002878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沈偉基 蕭子基 

 

 

甲組女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687 怡和體育會 黃梅琛 黃寶儀 

亞軍 
O002714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廖瑞妍  龐慧思 

季軍 O002750 港鐵公司  郭苡婷  曾雲 

殿軍 O002960 國際商業機器中國香港有限公司 陳慶璇  鄧唯仙 

 
 
甲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2725 電訊盈科 

亞軍 O002825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季軍 O002687 怡和體育會 

殿軍 O002714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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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項目得分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團體總冠軍的 

乒乓球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 O002866 正品發展有限公司  7 

亞軍 O002867 三興藥材行 5 

季軍 
O002859 DRAGON TABLE TENNIS ACADEMY 

LIMITED 
3 

殿軍 O002752 ITIX TECHNOLOGY SERVICES LIMITED 1 

 

乙組男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866 正品發展有限公司  葉振家 

亞軍 O002867 三興藥材行 黎俊生 

季軍 O002703 新海旅遊有限公司 梁永傑 

 

 

乙組女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866 正品發展有限公司 范詠詩 

亞軍 O002929 九龍城區康樂體育促進會有限公司 何穎然 

季軍 O002867 三興藥材行 周昭慧 

殿軍 O002831 青屯體育 張倩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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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男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866 正品發展有限公司 何永祥 盤嘉慶 

亞軍 O002867 三興藥材行 高哲仁 蘇楚喬 

季軍 O002679 樂研乒乓球會 歐俊良 廖福明 

殿軍 O002703 新海旅遊有限公司 卓俊華 彭家俊 

 
 

乙組女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752 ITIX TECHNOLOGY SERVICES LIMITED 黃皓翎 祝珺瑋 

亞軍 O002866 正品發展有限公司 馮景群 梁曦文 

季軍 
O002859 DRAGON TABLE TENNIS ACADEMY 

LIMITED 
劉巧兒 曾潔瑩 

殿軍 O002867 三興藥材行 周芷嫻 林麗偉 

 
 
乙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2859 DRAGON TABLE TENNIS ACADEMY LIMITED 

亞軍 O002831 青屯體育 

季軍 O002867 三興藥材行 

殿軍 O002820 HONG KONG TESTING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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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組項目得分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團體總冠軍的 

乒乓球比賽項目得分 

冠軍 O002833 香港警務處 7 

亞軍 O002836 懲教署 5 

季軍 O002948 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 3 

殿軍 
O002892 稅務局體育會 

 

O002916 香港海關 
1 

 

 

丙組男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833 香港警務處 黃雲志 

亞軍 O002916 香港海關 梁鎮源 

季軍 O002864 差餉物業估價署 陳梓彥 

 

 

丙組女子單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836 懲教署 于國詩 

亞軍 O002892 稅務局體育會 李苑瑜 

季軍 O002833 香港警務處 黃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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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組男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948 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 蔡鎮滔 吳瑋豐 

亞軍 O002836 懲教署 張志成 胡振康 

季軍 O002833 香港警務處 高永洋 司徒敬倫 

殿軍 O002900 漁農自然護理署 梁敏聰 嚴道亨 

 
 

丙組女子雙打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得獎者姓名 

冠軍 O002833 香港警務處 陳慧莊 戴愷迪 

亞軍 O002948 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 廖玉群 袁桂妍 

季軍 O002804 地政總署 郭喜英 李妙蘭 

殿軍 O002830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馮少芬 何少珊 

 
 
丙組隊際 

名次 大會編號及機構名稱 

冠軍 O002836 懲教署 

亞軍 O002948 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 

季軍 O002833 香港警務處 

殿軍 O002854 房屋委員會職員同樂會 

 

 


